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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高 考 成 绩 揭 晓 ，你 的 心 情 如
何？常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近日接到部分高考失利的学生来
电，称自己无法走出考砸的阴影，希
望寻求专业心理帮助。记者整理了
部分案例，并邀请心理专家朱珏老
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Q：小 A 本来拿到了某综评 B 类
大学的综评资格，但高考没有考好，
离本一线差了几分。虽然老师和家
长都没有怪她，出了分数之后还一
直安慰她，但她依然不能接受自己
要去读本二的现实，而亲朋好友的
一些无心之言也会让她感到受伤。
该怎么调整？

A：高考的偶然性确实很大。如
果我们意识到，高考的本质也就是
一场考试，那么其结果可能并不能
体现真实水平，考好或是考砸都是
有可能发生的事。那为什么考生如
此不能接受高考考砸这件事呢？是
因为他们觉得高考太重要了。这种
想法和社会普遍重视高考的氛围有
关，也是父母师长一直传递给学生
的观点。

诚然，高考分数影响了我们是
否能上一所“好”的大学，录到一个

“好”的专业。但是这种“好”的标准
究竟是什么？这种“好”是否就能够
和“人生赢家”等价起来？是不是本
一院校就意味着前程似锦，本二或
大专就说明前途渺茫呢？仔细思考
一下，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所以，
高考考好了也不意味着今后的人生
就是一帆风顺、万事不愁，高考失利
也不意味着一败涂地、人生无望。
仅就大学而言，本科之后还可以考
研，大家依然要去努力竞争。

当你投递简历准备踏上工作岗
位，是否名校出身也许会影响面试官
的第一印象，但最后决定你是否被录
用的，还是你在应聘过程中展现出的
实力。与其为了他人的无心之言伤
心，不如给自己的人生定下一个翻盘
的目标，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选一个自
己心仪的专业，并为自己的专业学习
定一个目标去努力吧。

Q：小 C 高考失利，家里人有的
劝他读大专，学一技之长，将来凭实
力再升学；有的劝他复读，但小 C 怕
复读后考得更差。小 C 很犹豫，不
知该如何抉择？

A：每一年都有同学想要复读，
但因为高考的情况一直都在变化，
所以是否复读都要就事论事，一年
一议。

首先，研究今年的高考招生手
册 ，从 不 复 读 的 角 度 弄 清 几 个 问
题。例如：自己可以选择的大专和
专业有哪些？能不能报考“3+2”分
段培养？这些专业继续升学的难度
有多大？如果专升本考不上的话还
有机会升学吗？不继续升学的话专
业就业情况如何？专科的选择对自
己未来还有哪些影响？把这些问题
的答案都罗列出来。

其次，了解选择复读需要面临
的问题。例如：今年的高三是全面
使用新教材的第一年，他们的教材
内容和你的一样吗？2023 年的高
考录取是否有政策上的变化？复读
的方式有哪些，不同的选择有哪些
差异，是否可以承受？复读的环境
和自身抗压能力如何？复读还有哪
些可能存在的隐患？把这些问题的

答案也罗列在纸上。父母和孩子一
起坐下来讨论，列出选择后可能需
要面临的困难，并先行思考如何应
对。

Q：小 E 没考到本科线，因为学
习能力不差，家人都希望他复读，但
小 E 没有任何复读的想法。最近在
家，小 E 也不想管填志愿的事，就整
天抱怨，认为是学校和老师耽误了
自己，不肯去大专又坚决不复读。
该如何看待这种心态？

A：从表现上来看，家长已经接
受了这个成绩并且开始为孩子的未
来做打算，但是学生自己还没有办
法接受这个成绩。旁人看到的是他
的抱怨，事实上是他在归因，把高考
失利的诸多原因归咎于外部。在这
样的情况下，和他谈是否复读是没
有意义的。家长首先要跟他好好地
交流沟通，让他试着去面对自己的
考试结果，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
这个基础上，一家人再去分析该不
该复读，如何选择。

Q：小 J 的高考成绩离本一线差
了几分，以她现在的成绩上省内“双
一流”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
是可以的，但又听说现在还有一些
国际预科项目可以选择。小 J 陷入
纠结，不知该怎么选择？

A：出国读大学成为越来越多高
中毕业生的选择，究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小J的选择属于其中一个比较典
型的原因——希望上更好的学校。

和国际预科相比，中外合作办
学的优势是在稳定性上。国际预科
则有不确定性，大部分国际预科是
要在一年以后，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考试分数才能决定上什么大
学，一般国际预科提供的学校上下
浮 动 很 大 ，这 就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风
险。不过，正是因为其中有国际知
名高校可以选择，所以对很多同学
来说也充满了诱惑。到底是冲一
把，还是求稳呢？

我的建议是，首先去了解一下预
科的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确定可操作性，再进行选
择。在选择之前，不能只做最好的打
算，要考虑到如果再次出现失利，那
么最坏的结果自己能否接受。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中外合作办
学的志愿填报是国家统一的高考志
愿填报，但是国际预科其实是由中介
提供的留学服务，两者的可靠性不可
同日而语，想选预科的考生家庭一定
要确定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当然，两
者的费用、可以选择的专业范围也需
要纳入思考，再做出决定。

高考成绩揭晓，
“后高考心理”不容忽视

十年级泡泡：天爸，
是先选专业还是先选学
校啊

九年级天爸：由得
我选吗？不还要由分数
说话吗

十年级泡泡：我的
意思是，填志愿时先看
哪个

九年级天爸：肯定
也得一起看啊

十年级泡泡：我同
学说即使达到分数线，
分数低的还是会被调剂

九年级天爸：是啊，

不是分数达线就行的，
得看达线之上有多少人
报名这个专业的

十年级泡泡：这么
严啊？我以为只要分数
线到就可以

九年级天爸：大学
有名气大小，专业有全
国排名，录取时分数从
高到低排列的

五（5）李欣：有“专
业清”和“分数清”，每个
省的录取方式不太一样

十年级泡泡：太头
大了

先选专业还是先选学校？

■杨曌 林燕群

本 报 讯 暑 假 来
临。6 月 25—26 日，常
州市顾锡宏名教师工作
室开启了关于“支招暑
期生活”的家庭教育研
讨活动。

本次活动以线上直
播学习与公开课研讨为
主。6月25日晚，工作室
领衔人顾锡宏受邀走进
常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
导中心直播间专栏《你的
心事有我愿意听》，聚焦

“我想要的暑假”这一主
题，在与主持人的对话、
与观众连线互动中，指导
家长如何从孩子的终身
发 展 去 看 待 暑 假 的 意
义。面对“双减”以来的
第一个暑假，很多家长存
有各种疑虑：要不要送孩
子去补文化课？要不要
上幼升小、小升初等衔接
班？顾锡宏一一做了详
解。本次直播共吸引三
万多人次收看，家长纷纷
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6 月 26 日晚，工作

室全体成员相约腾讯会
议室继续研讨。首先，
工作室骨干教师、新北
区龙虎塘二实小教师林
燕群为大家呈现了一节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录 像 课

《少儿玩伴团，假日更精
彩》。林老师以年段为
线索，通过丰富的案例
向大家展示了孩子在假
日生活中成长空间的广
阔性及成长内容的多元
性。同时，她倡议家长
将假日生活的选择权、
体验权、主动权和思考
权还给孩子，让孩子学
会主动发展。

研讨会上，老师们
先后分享了自主策划的
学生暑期活动项目。家
长代表朱卉表示，在本
次研讨活动中，自己感
受到了专家及老师们对
孩子假日生活指导的重
视及研究热情，也让她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教育
理念：尊重孩子的兴趣，
激发孩子主动学习的内
驱力，在成就孩子成长
的同时也要关注家长自
身的成长。

常州市顾锡宏名教师工作室

开启“支招暑期生活”
家庭教育研讨

■杨曌

本报讯 2022年6月是第21个全
国“安全生产月”。溧阳市旧县小学以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为
主题，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启动仪式上，校长冯文忠以“筑
牢安全长城，撑起一方晴空”为主题，
强调生命安全大于天；学生表演快板

《让安全与我们同行》、小品《吃或不
吃》和《安全伴我行》手势舞等节目，多
角度诠释交通、饮食、水电等方面安全
的重要性。

活动开展以来，学校利用广播、
板报、主题班会等渠道加大宣传力
度，加强学生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
护能力；指导学生登录常州市学校
安全教育平台，观看安全视频短片，
学习掌握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和

火灾逃生等安全知识；发挥课堂教
学优势，各学科结合课程内容，适时
对学生展开安全教育；借助计算机
网络教育，通过典型案例，警醒全体
师生时刻绷紧生命之弦。

活动还特别邀请专家进课堂，就
青春期心理调适、消防和交通安全专
业知识、“海姆立克”急救法等进行现
场演示、学习操作，从而让全体师生
掌握专业技能，提高自救能力。

溧阳市旧县小学 安全生产筑心间

义务诊断
义务诊断名师家教

名师家教

，晚报教育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常报·名师家教义务诊断”预约中——
如果您的孩子哪门学科比较薄弱，或是对家庭教育存在困惑，

我们对话一线名师，为您排忧解惑。
如有需要可在“常州第1升学”微信公众号（CZDYSX），或致电

88066267，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即可。

名师档案：朱珏，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现任常州市戚墅堰
高级中学（省常中分校）专职心
理教师，先后获评常州市先进教
育工作者、常州市优秀心理咨询
师、常州市骨干教师等称号。


